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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河南“瘦肉精”涉及辖区畜牧局长全停职
热点

昨日，
记者从河南政府部门获悉，
3月

河南省委、省政府当即出台紧急措

15 日河南“瘦肉精”猪肉事件被曝光的当

施，
立即查封了报道涉及的 16 家生猪养殖

天，
河南省及相关地市迅速反应，
组成调查

场，对涉嫌使用“瘦肉精”的生猪及 134 吨

据了解，
截至目前，
已经控制涉案人员

田伟斌和检疫员李正付也被开除公职；
商丘

组赴各地展开调查，涉嫌使用“瘦肉精”生

猪肉制品全部封存。同时，深入调查违法

14人，
其中养猪场户负责人7人、
生猪经纪人

芒山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检疫员江光辉、
谢

猪及猪肉制品全部封存，凡涉及的县市的

行为，
查清
“瘦肉精”
的来源，
对相关责任单

6人、
济源双汇采购员1人。对于相关责任人

学燕已停职检查。针对媒体披露的其他相关

畜牧局长全部停职。

位和责任人依法依纪严格责任追究。凡涉

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，
依法依纪进行了相关处

问题，
警方仍在深入调查中。据新华社

清明节 4 月 3 日至 5 日放假

及的县市畜牧局长全部停职，对相关责任

理。其中沁阳柏香镇动检站站长王二团、
开票

人将严肃处理，
决不姑息迁就。

员王明利已被开除公职；
孟州市涉案的防疫员

加沙地带南部地道爆炸 2 死 4 伤

北京严惩公职人员开
“霸王车”

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昨天上午发布清明节放

车辆没有号牌就敢上路、驾车长时间占用公

当地时间16日早晨，
加沙地带南部与埃及接壤的

假通知：
4 月 3 日(星期日)至 5 日(星期二，
清明节)

交车道或应急车道……今后，北京交管部门将严

边境一条走私地道内发生天然气管道爆炸，造成 2 人

放假调休。4 月 2 日(星期六)上班。通知要求，
节

查“霸王车”等违法行为。北京交管部门相关负责

死亡，
另有 4 人受伤。据悉，
为防止加沙地带武装人员

假日期间，各单位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、保

人 16 日表示，此次整顿将实行高限处罚，查处行动

发动袭击，
以色列自 2007 年起对加沙地带实施严密封

卫等工作，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，要按规定及

中，凡是发现违法驾驶员身份为公职人员的，除了

锁。走私者则在南部与埃及接壤边境地区挖掘几百条

时报告并妥善处置，
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

依法处罚外，
还将通报其单位。

地道，
至今已有超过 150 名走私者在地道内丧生，
大多

节日假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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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委下达350亿廉租房计划

杜燕

W

社会

调车员捂断臂跑百米叫停火车

数人死于地道坍塌等事故。

万象

蟒蛇咬女模巨乳后离奇死亡

□最长发女士

据新华社

之最
日
一

25 年没剪长 1.9 米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6 日宣布，
按

以色列知名人工巨乳女星福克斯日前

照今年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任务，
为加快

为节目出外景，
录制节目时，
她刻意穿着低

浙江乐清

胸装，
自在地逗弄手上的蟒蛇，
看起来一点

虹桥镇杨爱琴

乡建设部下达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

也不害怕，甚至伸出舌头，作势要与蟒蛇

的一头长发令

划，
安排350亿元支持地方新建廉租住房，

“舌吻”，不过，蟒蛇却突然发狂，忽然咬住

人惊诧，25 年

廉租住房建设，
发展改革委已会同住房城

逐步缓解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。

来，
她没剪过头

了她的左胸。

发，
目前头发已

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

慌乱中，
福克斯急着想拉开蟒蛇，
一旁

各地积极落实廉租住房建设资金，
确保地

的工作人员也上前解救，并立刻将她送往

长 到 1.9 米 。

医院。福克斯留院观察后虽无大碍，但胸

1.58 米的个子，

建成。据悉，作为改善民生、调控房地产

3 月 10 日上午，一列挂着 50 节油罐的火

部仍在评估是否需要修补。而闯祸的蟒蛇

头发如一条瀑

市场的重大举措，
我国计划今年建设 1000

车驶入湖南湘潭电厂车站。这时，一列运煤

在事后离奇死亡，则被怀疑是遭巨乳内的

布，
从头顶一直

万套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，
并计

的火车要进入 8 号车道，
油罐车必须让道。

硅胶毒死。

倾泻到地上。

方政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，
确保项目尽快

划整个
“十二五”
期间建设 3600 万套保障
性住房。

据新华社

跟车的调车连接员裴永红在第 38 节车
厢上，他的角色就是充当火车的“眼睛”。当
火车距离目标点还有 120 米左右时，裴永红

印度腐败每年浪费数十亿美元
全球知名咨询公司毕马威最近公布
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，
广泛存在的腐败问
题每年浪费印度数十亿美元资金，
已经威
胁到印度经济增长。
毕马威咨询公司通过对 100名印度国
内外顶级商业人士进行采访，
得出调查报
告。报告称，印度的腐败问题非常猖獗，
甚至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
情。过去 6 个月中，
印度发生一系列腐败
丑闻，包括电信丑闻、英联邦运动会丑闻
以及公务员侵占战争遗孀廉价房丑闻
等。报告称，
最腐败领域是房地产和建筑
业，
印度政府计划在今后十年斥资1.5万亿

拿起对讲机通知驾驶员准备减速停车，不料
对讲机失灵了，如果司机接不到指令，火车
将直接开进油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裴永红与
驾驶员之间隔着 38 节油罐，对方不可能听到
他的呼叫声。裴永红从火车上跳下，想去器
具室拿备用对讲机，不料落地时被车上的钩
子挂了一下，摔倒在铁轨旁，眼睁睁看着车
轮压断了自己的右臂。裴永红捂着断臂跑
了 100 多米，用备用对讲机通知车站信号楼
叫停了火车。谈及今后生活可能面临的困
境，裴永红说：
“我的左手臂还在。
” 李志宏

云南富源发生矿难致 9 人遇难
3 月 16 日凌晨 1 时 6 分，云南省富源县

美元改善其陈旧落后的基础设施。此外，

黄泥河镇戛拉煤矿一掘进工作面发生煤与

印度电信业也是腐败大户。

瓦斯突出事故。当时井下当班 85 人，有 74

杨柳

香港严打
“黑帮”
拘捕 75 人
为打击黑帮罪行及收入来源，
警方于
新界北展开代号
“指标”
、
以情报主导的大
规模反黑行动，
联同海关与入境处人员打
击区内 3 大黑帮，
包括
“屯门新×安”
“
、上
水和×”
和及
“天水围十×k”
，
过去 2 周分
别在屯门、元朗、天水围、大埔及上水区，
突击搜查逾 60 处，共拘捕 75 名男女黑人
物 ，除 破 获 黑 帮 武 器 库 ，更 瓦 解“ 上 水
和×”和一个专向贩商勒索保护费的组

杨 爱 琴 说 ，她
会继续将长发

北邮
“摇号”
分配图书馆座位
有过大学经历的人大概都会对图书
馆自习室座位的紧俏印象深刻。图书馆

留 下 去 ，争 取
有朝一日，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
刘言勇 苗丽娜

的座位比较宽敞，也便于查阅资料，还不
会因为教室的临时调用而更换自习室，
所以都很受青睐。天不亮，图书馆门前

□最恶毒老师

就会排着长长的占位置的队伍。这在学

木条打断男童手臂

校算是“稀缺资源”了，北京邮电大学的
变通就是“摇号”。也就是同学们抽签决
定，谁可以足够幸运地拥有这个座位一
年的时间。
学校的老师说，
过去大家排队占座，
学
校维持秩序不方便，而抽签就比较快捷。
对此，
一些同学觉得
“很新颖”
，
而很多同学
都持反对意见，
他们认为，
这样反而降低了
自习室的利用率，一个座位一年只能给一
个人用，而且抽签随机性太大，有失公允。
学生们认为，学校的这种做法，只能算是

日前，在广东
佛山南海区西樵一
民办小学校，一名
小学二年级男生未
完成家庭作业，女
教师持细木条当众
对其责罚，男生左
臂被打成骨折。校
方表示，老师打学

生致骨折一事属实，
将严肃处理涉事教师，
并负担受伤学生医药费。

张学斌

人安全升井，事故造成 9 人遇难(其中 1 人在

“最偷懒的摇号”
吧。

医疗救治过程中死亡)，
2 人受伤。

老年痴呆新药研制成功

事故发生后，富源县当地政府立即启
动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事
故抢险救援工作。目前，事故抢险救援基本
结束，受伤人员正在附近医院进行救治。事
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。

胡远航

美证交所员工上班偷看色情网
美国证券交易所 24 名员工因曾在上班
时偷偷浏览色情网站，被发现后遭到惩处。

织，
拘捕包括主脑在内的13名黑帮成员。

据报道，这些人员上班利用办公室电

被捕 55 男 20 女年龄 15 至 57 岁，
分涉

脑，浏览色情网站的事件，发生在美国证券

自称三合会会员、
恐吓、
勒索、
藏有攻击性

交易所 7 个地方部门，时间跨度从 2005 年到

武器、
贩毒、
违反逗留条件、
走私红油及贩

2010 年，总共有 24 人涉案。以上人员多是普

卖私烟等罪名。被捕人士中 3 人被控贩

通职员，其中也包括几名主管。

毒，
本月24日提堂；
16人获准保释候查，
于

事件暴露后，7 名职员和 1 名主管主动

本月29日返署报到；
10人交由相关部门跟

辞职，6 人被停职最长 2 周时间，其余 10 人受

进，
其余则被通宵扣查。

到申诫。

中新

据中新社

中新

星报综合

海洋生物药修复神经，
解决老年痴呆治疗难题

老年痴呆是发生在老年期及老年前期的
一种原发性退行性脑病，
其根源是大脑内神经
细胞代谢功能逐渐下降，脑神经细胞逐渐凋
亡，
从而引起的记忆、
思维、
分析判断等方面的
障碍，
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。
近日，从神经科治疗学术研讨会传出讯息，
我国脑萎缩、老年痴呆症研究取得重大突破，
专门用于治疗脑萎缩、老年痴呆的特效海洋
生物药在上海华东医院研制成功，并入选国
家基本药物目录。
经全国八大三甲医院临床研究表明: 该药
以深海中独含的生物活肽为主要成分，能阻
止脑神经元的萎缩、退化，激活脑源性神经营
养因子（BDNF），促进运动、感觉、海马、多巴
胺等神经元的分化，使神经重新恢复原有的

生理功能，在治疗脑萎缩、痴呆症方面取得重
大突破。该药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老年痴呆治
疗没有神经再生药物的空白，是海洋生物药
临床应用的成功典范。由于该药机理独特，
疗效确切，被科技部等五部委评为国家重点
新产品，并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和基本药
物目录。
临床证实，老年痴呆患者服用该药物一
个疗程，记忆力明显好转，思维逐渐清晰；2-3
个疗程，受损的神经元基本修复，思维正常，
临床症状基本减轻，生活自理能力明显提高。
通知：集老年痴呆康复、治疗、食疗为一
体的最新老年痴呆康复手册，现已发行。拨
打 咨 询 热 线 ：0551—5525184 5608645 免
费赠送

